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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風雨橫斜》史跡考察點簡介
（有 *者乃「中山史跡徑」的史跡站）

遊序

史跡考察點

與歷史劇 
《風雨橫斜》的關係

史跡簡介

1

荷李活道公園（佔領角舊址）/水坑口街

1841年1月25日（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訂前一年），
英艦「硫磺號」(Sulphur)的艦長Edward	Belcher和隨員登
上港島西北部的一個小山丘，進行測量，並稱這個小山峰為
Possession	Mount（佔領峰）。今西環卑路乍街（Belcher’s	
Street）即為紀念他而命名。翌日（1月26日），英海軍艦隊到
達，在這小山丘升起英國國旗，正式佔領了港島。這個登陸地
點，被稱為Possession	Point（佔領角）。

英治初期，這裡是英軍的炮台和營寨，並於附近圈地飼養馬匹
牲畜，英文稱曰pound，故此北面的斜巷叫「磅巷」，其實是
Pound	Lane的音譯。1844年，英軍從此處沿山邊興建了荷李
活道(Hollywood	Road)，以兩旁種植了冬青樹(holly	wood)而
命名。其後兵營撤走，此處成為平民俗稱的「大笪地」，擺賣
雜貨飲食賣藝遊樂消遣。後舊址改建為「荷李活道街市」，最
後又改建成現在的中式花園公園。

公園側街道的中文名，官方命名為「水坑口街」，以該處原為
一大水坑，也可能是為了避免原來英文地名「佔領角」的敏感
含義。

南京條約簽訂後，在英國的管治下，香港與西方接觸密切，猶
如封建、封閉的中國在南方開了的一扇窗，引入西方現代化的
思想、宗教、制度、物資（包括軍火）與人才，培養出孫中山、
楊衢雲等革命領袖與關元昌家族等社會精英，孕育成為晚清中
國革命與現代化的重要基地。這是歷史劇《風雨橫斜》的宏觀背
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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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皇后大道西（原港島西海岸線）

今皇后大道西原是海岸線，1841年香港政府在香港島西營盤
至中環之間以移山方式建造第一條大馬路，於1842年2月落
成通車，全長4英里。這亦是香港最早的填海工程。其英文原
名Queen’s	Road原是紀念當時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皇，理應譯
作「女皇大道」，但被華人師爺誤譯為「皇后大道」。皇后大道
亦曾被稱為「大馬路」，相對之後興建的堅尼地道被稱為「二馬
路」，寶雲道則為「三馬路」。

劇中關家看戲的高陞戲院位於皇后大道西，當時德輔道（中和
西）還未建成，電車還未通車（1904）戲院靠近海傍，便於內地
戲班靠岸演出。

3

高陞戲院舊址（皇后大道西115號）

高陞戲院在1890年間建成，為大富商李陞產業。戲院樓高二
層，男女分坐，二樓兩旁為企位，有「五百羅漢位」之稱。是
香港開埠初期的舞台劇院，上演名班劇目，盛極一時。經過多
次重修，戲院最後在1973年拆卸，今為僑發大厦，兩側分別
是甘雨街、和風街，仍可窺見當年戲院格局。

《風雨橫斜》劇情以關家在1901年1月10月晚上從高陞戲院看
罷大戲沿斜路返回般含道大宅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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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國家醫院舊址（皇后大道西130號/醫院道32號）

今 西 營 盤 賽 馬 會 分 科 診 所（Sai	Ying	Pun	Jockey	Club	
Polyclinic，簡稱西營盤分科診所），前身為西營盤醫院
（Government	Civic	Hospital，又稱政府公立醫院，俗稱「國
家醫院」），1874年創立，是香港第一所非軍用的西式醫院。

1901年1月10日傍晚楊衢雲在結志街寓所遭暗殺後，即送來
此處急救，延至翌日凌晨不治。是為	《風雨橫斜》	一劇的主要
背景事件。

5

雀仔橋（皇后大道西102＿136號之間的小斜坡）

雀仔橋只是一個俗稱，在皇后大道西近國家醫院的一段築有
石牆的斜坡，當時是依山勢而建，東面的斜坡較緩，至西面
分了叉，一路可通往國家醫院，另一路便又是斜坡重回和馬
路水平的行人路。

雀仔橋有多久歷史，這個已難考據，惟從舊照片中，可見國
家醫院在1874年落成前便已見有雀仔橋存在。今天，百多年
前的大麻石躉和石牆升起的路基依然存在，見證着昔日海堤
防波的作用。（類似的石躉防波海堤痕跡，在皇后大道西聖類
斯中學對下斜坡，及鰂魚涌濱海街等地仍然可見。）

在石牆上有幾個窗洞，曾是地下公廁的窗口。

劇中關家在高陞戲院看完大戲後，乘轎返回般含道大宅，可
能就是從雀仔橋繞經國家醫院，循東邊街直上般含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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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＿7

東華醫院（普仁街12號）	
太平山街（早期上環華人聚居處）/文武廟（荷李活道128號）

早年上環華人大多聚居於太平山街一帶，此處便成了華人與西
人或高等華人不成文的居住分界線，華人住所鮮能高於此處。
這裡民居稠密，廟宇眾多，有建於1850年代之廣福義祠，用
以供奉遠道來港而客死異鄉的華人神位，俗稱「百姓廟」，後來
垂死無依者也來此投靠，衞生情況愈趨惡劣。1872年，東華
醫院乃在旁側的普仁街（原名墳墓街）落成，為貧苦華人治病，
為老死無依者送葬；董事俱為社會上舉足輕重之華人紳商，	
兼向政府反映民意，是華人社會的權力中心。而毗鄰位於荷李
活道與樓梯街之間的文武廟則建於1847年，是華人祭祀與民
間仲裁的中心，地位崇高，位處於荷里活道，已是當年華人	
活動的「高地」了。太平山街以上的半山區，主要是西人或高
等華人的居處及活動場所，西式大宅、教會、教堂、西式學校	
等林立。

《風雨橫斜》	一劇主角關元昌是教會長老，也是中國第一位牙
醫，所以地位崇高，是可建大宅於遠高於華洋分界線上的般含
道的社會精英，是華人中的特例。

8

居賢坊、普慶坊同盟會招待所舊址*

1907－1908年，同盟會香港分會策劃在潮州黃崗與惠州起義
期間，為接應往來香港之革命黨人，乃於堅道、普慶坊、摩
里臣山道、進教園及皇后大道東等處設立招待所。這些招待
所設於易於藏身的民居。普慶坊招待所現址對開，是為紀念
1894－1896年鼠疫肆虐的死難者而建的卜公花園。

關家早於1904年	《山頂區保留條例》	將山頂區劃定清一色的
歐人住宅區通過之前，已居於半山般含道大宅，故鼠疫肆虐之
時，關家可安居於環境優美之半山，免受「洗太平地」之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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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美國公理會（綱紀慎會）	福音堂舊址*（必列者士街2號）

1883年，美籍的喜嘉里牧師C.R.	Hager於此創立公理會佈道
所（The	Congregational	Mission	Preaching	House）。是年6
月，孫中山從鄉間來港，入讀拔萃男書室（位於東邊街與般含
道間），年底與陸皓東在此接受喜嘉里牧師洗禮，註冊姓名為
孫日新，區鳳墀據此為他改號為「逸仙」。1884至86年間，
孫中山就讀中央書院時，曾於該所三樓居住。其後佈道所他
遷，建築物拆卸，改建成必列者士街街市。今街市已廢置，
正待重建。

孫中山在1883至84年間在拔萃書室短暫就讀，關元昌七子景
良也在此中學畢業，未知期間是否認識。（待考）

孫中山雖是美國公理會基督徒，與關家原所屬倫敦傳道會及
後來參與成立的道濟會堂分屬不同教會，但孫中山喜歡參與
道濟會堂聚會，尤其愛聽王煜初牧師的講道，因此與關家稔
熟，是自然的事。

9

青年會（必列者士街51號）

香港基督教青年會(YMCA)於1901年成立，初期租用德輔道
中27號集會，開辦查經班、英語班、演講會、體育活動及
閱覽室等。1918年，新會所在必列者士街落成，是全港第一
間有室內運動場、室內泳池（西側斜路即名「水池巷」）、懸空
鑊形跑道、大禮堂、健身房、餐廳及宿舍的會所。1927年，	
魯迅曾在此會所禮堂演講，座無虛席。（必列者士是1851年
香港律政司Bridges的音譯）

青年會見證了西方宗教團體早年在香港所提供的文康活動。
關家是基督徒家庭，成員很有可能參加過青年會的活動。	
（待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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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維多利亞書院（皇仁書院第二期）	舊址*（城皇街、荷李活道、
鴨巴甸街與必列者士街四街之間）

前身為中央書院，於1889年由原來歌賦街校址遷此，並易名
為維多利亞書院。孫中山未有在此讀書，但曾出席由港督主
持的奠基禮。1894年改名皇仁書院，時稱「大書院」。1941年
為日軍炮火所毀。戰後1950年遷往銅鑼灣現址，舊址改建為
警察家屬宿舍，曾蔭權幼年居此，昔日書院的外圍牆頂設計
尚存，台基仍隱約可見，是特區政府最近公布的中環保育項
目之一。

孫中山居港期間，與關景良是摯友，經常出入關家，是已知
之事實。惟二人相識於何時？早在入讀拔萃男書室之時？或
待中央書院上學年間？抑是進香港西醫書院習醫之後？還待	
考證。

遊序

史跡考察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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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
中央書院（皇仁書院最早期）舊址*	（歌賦街44號）

中央書院建於1862年，是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學，由倫敦傳道
會傳教士理雅各博士倡立。1884年，孫中山18歲，入讀該書
院，是他在港曾就讀的第二所中學，至1886年始轉校，返廣
州博濟醫院附屬醫學堂學習。1889年，中央書院遷入鴨巴甸
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新校舍。位於原址的建築物改建後，曾
被多所學校使用。

孫中山居港期間，與關景良是摯友，經常出入關家，是已知
之事實。惟二人相識於何時？早在入讀拔萃書室之時？或待
中央書院上學年間？抑是進香港西醫書院習醫之後？還待	
考證。（與遊序11相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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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（歌賦街44號）

理雅各博士Dr.	James	Legge(1815＿1897)，蘇格蘭人，倫
敦傳道會(London	Missionary	Society)傳教士、著名漢學家、
教育家。1842年，香港開埠，理雅各博士與門生梁發牧師及
何福堂牧師等，在鴨巴甸街與士丹頓街附近建立倫敦會辦事
處及英華書院，培育國人學習英文，對香港教育制度作創新
嘗試，向政府倡建官立學校。晚年返回英國，出任牛津大學
漢學教授，一直從事中國典籍翻譯研究工作。

關家原也是倫敦傳道會基督徒，關元昌後與 清溪等創立香
港第一間華人自理教會「道濟會堂」。劇中多次引述「關家家
訓」，是關元昌向家人作出「榮神益人」的訓誨。

14

楊耀記舊址—「四大寇」聚所*（歌賦街24號）

該商號為革命黨員楊鶴齡的祖店，楊氏為孫中山家鄉的童年
好友，於店內闢一樓，用作聚會，高談革命。孫中山、陳
少白、尢列及楊氏常於該處密談，共謀反清大計，店內同人	
稱之為「四大寇」。民國成立後，楊氏歸隱，楊耀記亦轉售	
他人，改建新廈。

1888年10月10日，孫、陳、尢、楊四人在香港西醫學院割
症室外合照（從簡又文說），站於四人後面的是關景良（號心
焉），他是孫中山摯友，二人同是基督徒，同於香港西醫書院
習醫，又是同房宿友。關景良合照其中，卻不入「四大寇」之
列，原因是父母反對參加革命。這段歷史成為	《風雨橫斜》	一
劇的內容主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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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
楊衢雲遇刺住所*（結志街52號）

楊衢雲	（1861＿1901）於此寓所內設館教授學生英語，並藉
以結集同志。1901年1月10日傍晚，楊氏在教室內被清廷
密探槍殺，旋即送往國家醫院急救，延至翌日凌晨不治，是
清末港人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。死後由一班基督徒摯友謝贊
泰、何啟教授、區鳳墀長老、關景良、王煜初牧師等葬於黃
泥涌香港墳場，墓碑無姓名及生卒年日，只有6348編號。今
年3月1日，香港政府新聞網發布消息，透露康樂及文化事務
署計劃為墓碑設置說明牌，介紹楊衢雲的革命事跡。

關景良參與籌措楊衢雲落葬事是劇中末段的情節。

16

輔仁文社舊址*（結志街百子里1號二樓）

1892年，楊衢雲（父為馬來亞歸僑）與謝贊泰（澳洲歸僑，南
華早報創辦人）於此創立輔仁文社，二人與社員多為基督徒，
以開啟民智為宗旨，是清末香港、甚或是中國最早的議政團
體。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與輔仁文社社員一起成立興中會，
文社社員如楊、謝與周昭岳等人都成了興中會的創會會員，
楊衢雲更被推選為創會會長，1899年才讓位與孫中山。楊衢
雲先後參與策劃、領導第一次革命行動（1895年乙未廣州起
義），及第二次1900年惠州起義。原址地方較隱蔽，便於秘
密聚會。今樓已拆卸，惟昔日社員進出之小巷和梯級仍然維
持原狀。市區重建局現正進行百子里活化計劃工程。

《風雨橫斜》	一劇安插了輔仁文社社員、興中會會員周昭岳於
楊衢雲遇刺當晚前來關家報訊的情節，是藝術上的創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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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
雅麗氏醫學院舊址*（荷李活道81號）

1887年，何啟（中國第二位按立牧師何福堂之子）與倫敦傳
道會合創雅麗氏利濟醫院，以紀念亡妻雅麗氏，並於醫院內
設香港西醫書院。同年，孫中山先生由廣州博濟醫院轉入該
校，接受醫學訓練，於189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。關景良乃孫
之學弟、宿友。其後，香港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醫科，書
院宣告結業。舊雅麗氏醫院則遷建般含道2號，易名那打素醫
院。今醫院已遷往大埔，現址改建為新厦。

孫中山與關家關係密切，是關家常客，並尊元昌夫婦為義父
母，關黎氏亦戲稱之為「馬騮孫」。孫中山更撮合了關景良與
檀香山華僑李月娥的婚姻，並任證婚人。劇中關母多次訓誨
兒子要做好醫生的工作，切勿隨孫中山參與革命。

18

道濟會堂舊址*（荷李活道59號）

道濟會堂是1888年由倫敦傳道會華人基督徒所創立的香港第
一間華人自立教會。首任主任牧師是王煜初，堂長是區鳳墀
長老，即孫中山的中文老師。關景良父關元昌為創會長老之
一。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時，常到此教會參加聚
會。1895年廣州首義失敗後，在廣州掩護孫中山脫險的，多
是與王煜初和區鳳墀等有關係的教會人物。1896年孫在倫敦
蒙難，脫險後也曾致函區鳳墀，見證他以七日不絕祈禱而獲
救，感謝基督的大愛。道濟會堂堪稱為晚清在港倡導改革的
「重鎮」之一。

關元昌是道濟會堂創立人之一，關家一家都是會友，關景良
在此舉行婚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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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興中會總部乾亨行舊址*（士丹頓街13號）

1895年2月21日（正月二十七日），孫中山在此成立香港興中
會總部，以為推翻清廷的革命組織。該樓宇原為興中會創會
會員黃詠襄產業，其父黃勝於清末與容閎及黃寬隨布朗牧師
赴美留學，曾為香港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。乙未廣州首義
失敗後，興中會會址只得遷移。現址為永善庵。

劇中周昭岳前來關家報訊，容星橋與他以興中會誓詞「驅除韃
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合眾政府」作暗號，以確認興中會會員身
份，這都是戲劇上的構想。

20

《中國日報》報館舊址*（士丹利街24號）

《中國日報》於1900年1月創刊，由陳少白主編，李紀堂出資，
作為反清的宣傳工具。該處亦是興中會舉行會議的地方。今
為陸羽茶室。

楊衢雲遇刺後，劇中周昭岳說要趕往士丹利街報社作緊急	
撤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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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記棧舊址*（威靈街24號/德己立街20號）

位於今蘭桂坊附近。晚清時，蘭桂坊一帶臨近海濱，有很多
行船館，是不少革命人士集散之地。和記棧表面是生果店，
實際上是革命機關，1901年9月26日（中秋節前夕），謝贊泰、
李紀堂、洪全福等即在此處四樓策動1903年大明順天國之役
（又名壬寅廣州之役）。

劇中周昭岳促請容星橋（關元昌女婿，興中會會員，因參加自
立軍行動失敗逃亡回港）往蘭桂坊行船館暫避。

22

倫敦傳道會樓（羅便臣道79及80號）

倫敦傳道會於1795年在英國成立。1807年，馬禮遜(Robert	
Morrison)到達廣州，是基督教首位來華的傳教士。1893年，
道濟會堂成立後，倫敦傳道會便在此處興建兩座宣教士宿
舍。1939年，該樓用作那打素醫院護士宿舍；1950年，醫院
新建護士宿舍落成，該樓遂被空置。今已改為私人會所。

關家與倫敦傳道會淵源深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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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一堂（般含道2號）

前身是道濟會堂。二十世紀初全國基督教大會議決在中國設
立本身教會，及謀求各教會合一。1920年，中華基督教會成
立，道濟會堂隨即加入，倫敦會乃將舊址般含道2號轉讓予
道濟會堂，作興建新堂之用。1926年，新堂落成，取名「合
一堂」。「道濟會堂」四個大字的石刻，仍見於正門左方之基石
上。地下辦公室前的牆上更嵌有關元昌與關黎氏夫婦的畫像。

1888年，關元昌與 清溪等創立香港第一間華人自理教會「道
濟會堂」。

24

英華女校（羅便臣道76號）

1843年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理雅各博士將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
來香港，收錄男女學生。1846年，理雅各夫人（Mary	Isabella	
Morison）在灣仔開設女校。1888年傳教士牒喜蓮女士（Helen	
Davies）接任，於1900年把校舍由灣仔遷往半山，取名「英華
高等女學堂」，1920年正式命名Ying	Wa	Girls’	School「英華
女學校」。

關景良母親關黎氏曾於英華女校就讀，畢業後留校任教。

部分內容參考自「中西區文物徑」網址：http://www.amo.gov.hk




